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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全科医学教育探索·

医学院校网上评教利用效果评价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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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评价是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手段。 互
联网技术的普及，使学生评教的方式转变为网上评
教。 网上评教有很多优点，如节省时间、避免误差、
快速获取评价结果，故学生网上评价教学工作（简

在获得辅导员及学生的同意后， 由经过统一
培训的学生按照专业、 年级多阶段随机抽样进行
问卷调查。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基本情况（性别、年
级、专业、是否班干部、是否获得奖（助）学金或各

称“网评”）得到广泛认可[1]。 目前很多高校将网评作
为强制性的手段，其结果的真实性，学生的认可情
况都存在质疑。 本次研究评价医学院网上评教利用

类荣誉等）以及网上评教的利用情况（31项自编结
构化问卷）， 每项条目均采用Likert正向1～5等级
评分，1=完全 不同意，2=不太 同意 ，3= 同 意 ，4= 大
多数同意，5=完全同意。 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对条
目进行了部分删除和调整， 最终该量 表的Cronbach'sα系数为0.82。
1.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.0软件进行数据分

现状，探索改进网评利用效果措施。 现报道如下。
1 资料与方法
1.1 一般资料
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杭州
师范大学医学院本科在校学生，采用随机分层抽样
选取、完成问卷调查共752名学生，其中男性209例、
女性543例；年级分布：第一年有155例、第二年有
232例、第三年有210例 、第四年有132例、第五年有
23例；专业分布 ： 临 床 医 学 有 373 例 、 预 防 医 学 有
70 例、口腔医学有53例、护理学有144例、卫生事业管
理有25例、健康管理有48例、药学有39例。
1.2 方法 本次研究根据从网评的真实性、网评应
对学生评教工作的适应能力、学生对网评工作的认
同感和网评工作的效率性四个方面设计量表。 其中
真实性根据学生评出不符合教师实际得分的心理
因素和行为分为：①感情迁移：代表因为教师本身
具有某种特质或某种行为受到学生喜欢，导致学生
在网评时给教师过高而造成的结果不真实；②随意
性：代表学生在评教时出现对教师不熟或评价指标
不掌握后， 给教师随意给分影响结果的真实性；③
担忧感： 因为担心自身或教师的相关利益受到影
响，而修改对教师的评分，造成的结果不真实；④对
应性：代表学生能否将名字和老师本人对应，以及
能否将选项仔细阅读和教师实际情况对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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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。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±标准差（ｘ±ｓ）表示计量资
料比较采用t检验。 设P＜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2 结果
2.1 利用效果差异性分析见表1
由表1可见，高年级的学生除了适宜性外，余利
用效果各方面皆低于低年级，差异均有统计学（t分别
=21.70、5.90、10.80、14.90、14.90、10.50，P均＜0.05）。
医学类学生（临床医学、预防医学、口腔医学）在认
同感、感情迁移、担忧感的利用效果高于非医学类
学生（卫生事业管理、健康管理、护理学和药学），在
适应性、对应性和效率性的利用效果低于非医学类
学生，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（t分别=11.60、9.52、
4.94、14.90、23.20、5.30，P均＜0.05）。 非学生干部的
学生的效率性得分高于学生干部，差异有统计学意
义（t=6.87，P＜0.05）。 获得过学业荣誉的学生认同感
高于未获得学业荣誉的学生，在感情迁移、适应性
和效率性得分均较低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（t分别
=7.67、3.83、4.39、5.50，P均＜0.05）。 获得德体美荣誉
的学生的认同感低于未获得该类荣誉的学生，差异
有统计学意义（t=4.92，P＜0.05）。
2.2 四个维度差异性分析 认同感、适宜性、效率
性和真实性四个维度得分均值分别为2.47±0.87、
2.70±0.94、2.66±0.90、3.47±0.61，单因素方差分析
显示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F=205.69，P＜0.0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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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
不同指标

利用效果各维度的不同组间差异

认同感

感情迁移

担忧感

随意性

适宜性

对应性

效率性

男

2.53±0.07

3.07±0.06

4.03±0.07

3.22±0.07

2.71±0.07

3.35±0.08

2.72±0.07

女

2.45±0.04

3.11±0.03

4.07±0.03

3.35±0.04

2.70±0.04

3.42±0.05

2.63±0.04

低年级

2.61±0.04

3.17±0.04

4.16±0.04

3.45±0.04

2.68±0.05

3.55±0.06

2.76±0.04

中高年级

2.32±0.04

3.02±0.04

3.95±0.05

3.18±0.05

2.71±0.05

3.23±0.06

2.56±0.05

医学学位

2.40±0.04

3.17±0.04

4.11±0.04

3.31±0.04

2.60±0.04

3.26±0.05

2.61±0.04

非医学学位

2.62±0.06

2.97±0.05

3.96±0.06

3.34±0.06

2.88±0.06

3.67±0.07

2.76±0.05

是

2.45±0.05

3.08±0.04

4.03±0.05

3.35±0.05

2.68±0.05

3.40±0.06

2.57±0.05

否

2.49±0.04

3.12±0.04

4.08±0.04

3.29±0.05

2.72±0.05

3.40±0.05

2.73±0.04

是

2.39±0.04

3.18±0.04

4.07±0.04

3.30±0.05

2.64±0.05

3.35±0.06

2.56±0.05

否

2.56±0.05

3.02±0.04

4.04±0.05

3.33±0.05

2.76±0.05

3.46±0.06

2.77±0.05

是

2.30±0.08

3.20±0.08

4.07±0.08

3.38±0.08

2.62±0.09

3.36±0.11

2.54±0.09

否

2.50±0.03

3.08±0.03

4.05±0.03

3.30±0.04

2.71±0.04

3.41±0.04

2.68±0.04

性别

年级

专业

学生干部

学业荣誉

德体美荣誉

3

讨论
本次研究以性别、年级、专业、学生干部、获得
学业奖学金（荣誉）、获得德体美奖学金（荣誉）为自
变量，认同感、感情迁移、担忧感，随意性、适宜性、
对应性、效率性为因变量，对不同组别的因子进行
单因素方差分析， 考察各维度对利用效果的影响。
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，中高年级的学生对待网评利用
效果的认同感、真实性和效率性都明显低于低年级
的学生（P均＜0.05），与项丹丹等 [2]研究结论保持一
致。 可能由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参与网评次数较多，
产生厌烦心理，导致中高年级的学生对网评工作的
认同感逐渐降低，网评问卷填写更为随意，更容易
发生感情迁移、不仔细阅读选项的懈怠情绪。 该现
象的产生可能归因于“倦怠感”，发生在中高年级学
生情绪的倦怠感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衰竭，该负面情
绪会随着工作量增加而增加[3]。
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，医学专业的学生发生感
情迁移和产生担忧感的情况好于非医学专业学生
（P均＜0.05），即非医学专业学生更容易因为教师的
某种特质或行为而给高分，也容易因为因担心各种
信息泄漏而造成后果而擅自修改评教分数。 这两种

心理实际上都是误差心理。 张峰等[4]研究表明目前
影响网上评教的误差心理主要是“晕轮效应”、“肯
定效应”和“畏惧心理”。“晕轮效应”指在人际相互
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夸张的社会印象，可理解
为以点概面，对应着本研究的“感情迁移”；“肯定效
应”指评价人格性质时固有的同情心，即学生在评
教时考虑到与自己相处的教师利益而不想给低分，
“畏惧心理”则是普遍存在的，这两种心理皆是由于
担心教师或者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修改评分，与
本次研究的“担忧感”所对应。 非医学专业学生的
“认同感”、“适宜性”、“对应性”和“效率性”的得分均
高于医学专业的学生（P均＜0.05），表明非医学专业
学生对网评效果较认同并且认为更适用于学生评
教工作，能提高评教的效率，在填写时也更能细心
阅读选项，更愿意给老师高分。 造成以上两种差异
可能由两类专业学生的思维方式差异。 医学专业的
学生是理科生，善于根据现实、客观的条件处理问
题，个人附加的主观情绪较少，能保持平和的心态[5]，
因此误差心理产生的现象更少；非医学专业中以管
理和护理专业学生为主，处事积极主动，对参与事
物期望较高，故对网评工作态度更认真，对网评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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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教学效果更认同。
对于网评利用效果各维度间差异，本次调查结
果显示，真实性（感情迁移，担忧感，随意性和对应
性）的得分最高，其次是适宜性和效率性，认同感得

遍问题。 Weng结合计划行为模型研究影响网上评教
参与度与积极性的因素，结果发现态度和行为规范
起到最主要作用，并提出学校应强调网评对改善教
学质量的重要性来激励学生增强其认同感[6]。 鉴于

分则最低。 真实性反映的是网评的得分和教师实际
情况的吻合程度，真实性分值越高，网评得分越接
近教师的实际情况。 真实性得分高于其余三个维
度，表明该校网评结果真实性的总体情况要优于适
应性、效率性和认同感。 适应性衡量的是网评方式
是否适合用于学生评教工作，效率性则是反映网评
工作是否改善了评教工作的耗时久，难理解，难操
作带来的进度滞后的问题。 适应性和效率性的得分
明显低于真实性得分，表明学生对网评工作应用于

调查结果，激励对象应重点为医学专业学生和中高
年级学生，例如在最初的几周的课后进行连续的宣
教，研究证实效果明显[7]。 在宣教的同时，还需要获
取学生的反馈，及时地采取合理建议，改进评估模式。

学生评教的适宜性和提高效率的能力都赞同情况
不如学生评教工作真实度。 认同感得分最低，反映
学生对网评改善教师教学态度、能力和方法的信心
不足，存在质疑。 究其原因，网上评教仍作为一种强
制性考评工作， 学生往往是以被动的心理完成任
务，积极性较低，存在一定倦怠甚至是抵触心理，降
低学生对网评的认同感。 学生反映由于集中统一填
写问卷，同一时间登陆人数过多，造成系统反应滞
后甚至崩溃，导致效率受到影响，而网评的系统运
行、使用问题一直都是影响学生利用的因素。
综上所述，医学院高校网评利用效果目前存在
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学生对网上评教对提高教师教
学素养的作用的认同感较低，这种现象在中高年级
和医学专业学生尤为突出。 网评工作在没有相关人
员的监督下，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较低已成为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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